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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20日讯 记者顾

阳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财
政部、环境保护部等 10 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

（2017—2021年）》，旨在提高北方地
区取暖清洁化水平，减少大气污染物
排放。

据介绍，当前，北方地区清洁
取暖比例低，特别是部分地区冬季
大量使用散烧煤，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大，迫切需要推进清洁取暖，这
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是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
的重要内容。

据统计，截至 2016年底，我国北
方地区城乡建筑取暖总面积约 206
亿平方米。其中，燃煤是取暖用能的主
要方式，燃煤取暖面积约占总取暖面
积的83%，天然气、电、地热能、生物质
能、太阳能、工业余热等合计约占
17%。对此，《规划》提出，到 2019 年，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50%，替代
散烧煤（含低效小锅炉用煤）7400 万
吨。到 2021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
达到70%，替代散烧煤（含低效小锅炉
用煤）1.5亿吨。新增用户全部使用高
效末端散热设备，既有用户逐步开展
高效末端散热设备改造。北方城镇地

区既有节能居住建筑占比达到80%。
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雾霾
严重城市化地区的散煤供暖清洁化，
形成公平开放、多元经营、服务水平
较高的清洁供暖市场。

《规划》提出，北方地区冬季大气
污染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最为严重，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2+26”
个重点城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
水、邢台、邯郸市，山西省太原、阳泉、
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博、济
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河南省

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
濮阳市，含雄安新区），要率先实现清
洁取暖。

《规划》指出，要因地制宜选择供
暖热源，可选用地热、生物质能、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供暖，天然气供暖，
电供暖，工业余热供暖，清洁燃煤集
中供暖。同时，全面提升热网系统效
率，有效降低用户取暖能耗。

在保障清洁取暖能源供应上，
《规划》明确，要加快天然气供应能力
建设。一是多方开拓气源；二是加快
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建立储气

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四是加强监
管、完善法规。相关企业要承担安全
供气的主体责任，制定完善的企业规
范和操作规程。

《规划》 还提出构建清洁取暖产
业体系，通过建立健全行业标准体
系、创新经营模式、提供多元化综
合能源服务等方式，积极引入合同
能源管理、设备租赁、以租代建等
新型模式，引导社会共同参与实施
清洁供暖项目的市场化建设运营，
保障合理投资收益，带动产品升级
和产业发展。

十部门印发《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

“2+26”重点城市要率先实现清洁取暖
加快天然气供应能力建设

本报北京12月 20日讯 记者
顾阳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
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冬季采暖
价格监管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的通知》，对进一步加强冬季采暖
价格监管、规范供暖供气企业价
格收费行为、维护天然气市场价
格秩序、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冬
季采暖价格监管工作的重要意义，
加强天然气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哄
抬价格和价格垄断行为；加强供暖
供气价格监管，严厉打击乱涨价乱
收费行为；切实规范“煤改气”“煤改
电”领域价格收费行为。充分发挥
12358价格监管平台作用，认真办理
群众有关采暖价格违法行为的投诉

举报。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社会
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件将通过新闻媒
体公开曝光。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对重点地区冬季采暖价格监
管工作进行督查，并派出检查组，对
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进行直接检
查，确保冬季采暖期间市场价格监
管工作取得实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严厉打击采暖乱涨价乱收费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2016 年
各地区光伏发电市场环境监测评价
结果（试评）显示，宁夏及甘肃、新疆
的部分地区为红色，天津、四川、云南
等地为橙色，江西、山东、河南等地为
绿色。其中，绿色表示市场环境较
好，橙色表示市场环境一般，红色表
示市场环境较差。

据悉，为推动光伏发电建设运营
环境不断优化，引导企业理性投资，
促进光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能
源局正研究建立光伏发电市场环境
监测评价机制，监测评价对象为普通
光伏电站和领跑基地项目，不含光伏
扶贫村级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系统。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监
测评价结果是国家调整完善光伏行
业管理政策、引导太阳能资源有序开

发的重要依据，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分
类指导和差异化管理，将按季度统计
发布动态监测数据。

据了解，该评价体系统筹考虑各
地区开发市场环境和投资运营风险，
由竞争力和风险两类评价指标组成，
评价结果分为绿色、橙色和红色 3 个
等级。竞争力评价指标包括土地条
件、地方政府服务、电网企业服务、国
家度电补贴强度、竞争性配置项目补
贴平均降幅和地方政府补贴力度等
6 项指标；风险评价指标包括弃光程
度、市场消纳风险和全额保障性收购
政策落实程度等3项指标。

据介绍，评价结果为红色的地
区，原则上在发布监测评价结果的当
年暂不下达其年度新增建设规模（国
家已明确的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建
设的新能源基地除外）；评价结果为
绿色的地区，将按规划保障其光伏电
站开发规模并视情况予以适度支持，

地方政府和企业可有序安排投资建
设；评价结果为橙色的地区，在省级
能源主管部门商有关方面提出有效
措施保障改善市场环境的前提下，可
视情况安排不超过 50%的年度规划
指导规模。

“该监测结果对于光伏行业的健
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于光伏投资
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晋能科
技总经理杨立友认为，监测指标涵盖
了土地条件、地方政府服务、电网企
业服务、国家补贴强度、弃光程度、市
场消纳风险等多重因素，全方位对各
个地区的普通地面电站和领跑者项
目进行监测评价，引导企业进行理性
投资，避免了资源浪费和行业盲目扩
张，“晋能科技在坚持迭代技术路线
不断提高组件效率的同时，拓展业务
过程中，将参考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监
测评价结果，合理进行营销布局”。

中来光电总经理刘勇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从监测结果看，国家补贴
强度、补贴降幅下调、土地类型及成
本占竞争力指标很大比重。补贴下
调、光伏平价上网是必然趋势，拥有
高效技术促进光伏发电系统度电成
本下降的企业将会逐渐受益。国家
能源局刚公布了新一批领跑者名单，
结合刚发布的 2016年各地区光伏发
电市场环境监测评价结果看，国家实
施的政策都以促进光伏发电技术进
步、产业升级、市场应用和度电成本
下降为目的。通过政策促进和规范
要求，将全面加速企业技术升级，以
促进应用端度电成本下降。

专家表示，近年来，我国不断颁
布关于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光伏行业
的政策法规，从领跑者项目到绿证、
促进分布式发电市场交易、解决弃光
问题实施方案，说明我国正在不断完
善可再生能源制度，不断引导可再生
能源产业健康发展。

光伏发电市场监管再加“硬杠杠”
市场环境监评结果较差地区暂不下达当年新建规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本报北京 12月 20日讯 记
者亢舒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
2017 年，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
工609万套，顺利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完成投资1.84万亿元。

据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目前城镇还有几千万人居住在
条件简陋的棚户区，要持续进行改

造。今年再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
600万套，继续发展公租房等保障
性住房，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提高
货币化安置比例，加强配套设施建
设和公共服务，让更多住房困难家
庭告别棚户区。今年前 10 个月，
全国就已经完成了年初设定的
600万套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

全国棚户区改造今年开工 609 万套
完成投资1.84万亿元

本报北京12月20日讯 记者黄

鑫报道：在 20 日举行的中国盐业协
会第七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中国
盐业协会理事长茆庆国表示，目前，
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食盐定点生产
企业和多品种盐公司开始建设追溯
体系，2018 年要把食盐定点生产和
批发企业换证工作与食盐追溯体系

建设相挂钩，加快引导食盐企业进入
全国食盐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

数据显示，1 月至 10 月份，我国
原盐累计进口达740.85万吨，同比增
长 85.2%；累计出口量为 52.81万吨，
同比减少1.7%。“中国是产盐大国，现
在又是进口盐大国。进口大量增加、
出口减少的情况，值得重视。必须提

高中国盐的竞争力，满足市场需求，
推动产品升级，打造名优品牌。”茆庆
国说。

据介绍，中国盐业协会将支持
企业积极研发营养、健康、绿色盐
产品，增加中高端产品，满足不同
消费群体的食盐需求。积极延伸产
品链，发展生活用盐、环保型除雪

融冰盐等产品。
为构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中

国盐业协会还将建立盐业企业关注
名单，产生疑似严重失信行为的食盐
经营企业和其负责人列入“关注名
单”后，经核实确有严重失信行为的
将被列入“黑名单”，并在盐业信用管
理与公共服务系统进行公布，通过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给各相关
部门共享，实施联合惩戒。

“2018 年将是盐业改革非常关
键的一年。盐企应进一步增强改革
意识、食盐专营意识，加强产销合作，
规范跨区域经营行为，缓解产销矛
盾，避免无序竞争。”茆庆国说。

中国盐业协会：

加快建立食盐电子追溯体系

本报北京 12月 20日讯 记
者冯其予报道：12 月 19 日，欧盟
正式公布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正
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20 日表
示 ，欧 盟 此 方 法 违 反 世 贸 组 织
规则。

该发言人表示，中方一直密切
关注欧盟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法
进程，多次向欧方表达中方关注。
中方注意到，为履行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项下义务，欧
盟反倾销法律新方法修正案取消

“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欧盟反倾
销法律中将不再有把中国作为“非
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假设。同
时，欧盟引入了市场“严重扭曲”的

概念，在符合所谓市场“严重扭曲”
的情况下，欧盟可以弃用出口国的
价格或成本，而选择使用第三国或
国际市场价格或成本来确定是否
存在倾销。中方认为，欧盟此方法
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该发言人指出，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既不存在市场“严重扭曲”的
概念，也没有社会和环境倾销的规
定，欧盟反倾销调查新方法缺乏世
贸组织规则依据。欧盟突破世贸
组织规则继续使用“替代国方法”，
并且用欧盟单方制定的标准衡量
其他国家是否存在市场“严重扭
曲”，将削弱世贸组织反倾销法律
体系的权威性。

商务部：

欧盟使用“替代国方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本报北京12月20日讯 记者
佘颖报道：中国消费者协会20日呼
吁，目前正在加紧制定的《电子商务
法》中，应明确做出立法规制，回应、
解决电子商务领域的押金、预付款
等问题，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

今年以来，连续发生多起共享
单车、网约车等电子商务经营者收
取消费者押金、预付费后，将所收
资金挪作他用，在运营不善或停止
营业时，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事
件。对此，中消协建议，电子商务
经营者收取用户押金、预付资金
的，应当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并取得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行政

部门许可。电子商务经营者收取
押金的，应当采取由商业银行或者
支付机构进行“预授权”冻结的方
式。所收押金额不得超过对应标
的物的实际价值。电子商务经营
者收取用户预付资金的，应当按照
国家规定提供保证保险、银行信
托、第三人担保等不可撤销的担
保。不提供担保的，不得收取。

针对退费难，中消协提出，用
户交纳预付资金的，有权自交费之
日起 15 日内要求退款，且无需说
明理由。用户交纳押金或者预付
资金的，有权要求解除押金“预授
权”或者退还预付资金。

中消协提出电商领域：

用户有权要求15日内退回所交预付资金

本报合肥 12月 20日电 记
者沈慧报道：全球首条最高世代线
——京东方合肥第10.5代TFT—
LCD（液晶面板）生产线20日提前
投产，成为全球显示产业新的里程
碑。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意味着
2018 年将成为 8K（8K 显示屏分
辨率高达7680×4320）元年，更标
志着中国在全球显示领域已成为
领跑者。

据介绍，京东方 2015 年在合

肥自主投建的 10.5 代线，设计产
能为每月 12 万片玻璃基板，一张
玻璃基板可以切割 8片 65 英寸液
晶面板。近年来，三星、LG、创维、
康佳、海信等彩电厂商都展示了
8K 电视产品，并表明对其未来前
景的看好，但受制于 8K 产业链不
完善，尚未大规模出货。“京东方全
球首条 10.5 代线的投产，意味着
8K显示将真正实现量产。”京东方
高级副总裁张宇说。

全球首条10.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投产

12月20日，百度Apollo自动驾驶车队在雄安道路上“开跑”。当日，河

北雄安新区与百度签订协议，将共同打造智能公交加无人驾驶智能出行

试点示范城市，双方将在智能出行、对话式AI应用、云基础设施等多个领

域展开深度合作。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本报江西抚州 12 月 20 日电
记者刘兴报道：20 日上午，载有

205吨、货值 20多万美元南丰蜜桔
的中欧班列缓缓启动，预计20余天
后抵达莫斯科。这是江西抚州农产
品 首 次 通 过 铁 路 口 岸 出 口 欧 亚
市场。

近年来，南丰大力实施蜜桔品
质提升工程，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
区。“冷链班列为出口量的增加提供
了条件，提高了抗风险能力。”供应
商梦龙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梦龙
说，中欧班列为南丰出口企业带来
了新的商机。江西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局长温珍才表示，中欧冷链班列
的首发通车，将提升抚州开放发展
竞争新优势，更好开发利用农业、生
态、旅游等资源，加速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竞
争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

江 西 南 丰 蜜 桔
中欧冷链班列首发

12月20日，江西省首列南丰蜜桔中欧冷链班列（抚州—莫斯科）首发现场。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本报北京 12月 20日讯 记
者黄俊毅从2017中国森林氧吧论
坛获悉：2017年，全国森林旅游游
客量预计超过 14 亿人次，占旅游
人数的比例约为28%，创造的社会
综合产值达到 11500 亿元。森林
旅游已成为继经济林产业和木材
加工产业之后，第三个年产值突破
万亿元的林业支柱产业。

国家林业局森林旅游管理办

公室主任程红表示，30多年来，我
国森林旅游业保持持续高速发展
态势。近5年来，森林旅游发展迈
上了新台阶。5年来，全国森林旅
游游客量累计达到 46 亿人次，年
均增长15.5%。

本次论坛揭晓了第三批31家
“中国森林氧吧”榜单。至此，已有
115家森林生态优胜之地入选“中
国森林氧吧”榜单。

全国森林旅游游客量预计超14亿人次


